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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粥里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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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年都有一种温暖

睁开惺忪的睡眼，习惯性地拿起手

机看朋友圈。朋友圈里第一条是一位姐

姐发上来的祝福语：今天是腊八节，我用

幸运米、开心果、美丽豆、发财枣、美满仁、

如意蜜、健康糖和无忧水做一碗腊八粥

送给你，愿你每天都快乐！

原来今天是腊八节了，这位姐姐还

记得这个传统的节日。我赶紧从相册里

翻出一张腊八粥的照片，配上这段文字

转发给我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都不要

忘了腊八节这个传统的民俗文化。

我默念着这段暖心的文字，不由得

想起母亲做的腊八粥。母亲做的腊八

粥，是记忆里最香甜、最温暖的粥。

小时候，每年的腊月初八，腊八粥都

会狠狠地火上一把，我家也不例外。母

亲煮的腊八粥，都是凑够八种食材熬成

的。之所以用了一个“凑”字，是因为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物质还比

较匮乏，现在腊八粥里放的桂圆、白果、

杏仁、栗子、葡萄干都是我们听都没听

说过的食材，而母亲做腊八粥的八种食

材，除了每天煮早饭用的玉米磨碎的

米，另外加入家里秋天收获不多的红小

豆、绿豆、花爬豆以及花生米、大米、小

黄米、高粱米，再配上老南瓜块。这些

听起来很常见的食材，在当时除了高粱

米，其他的还是很稀缺的，平时煮粥，母

亲从来不舍得放，而是留作过年过节或

者家里来了客人用，只有每年的腊八

节，才奢侈一回。豆类都是前一天晚上

用水发泡好的，腊八那天，天刚蒙蒙亮，

母亲就起来熬粥。

睡意蒙眬中，听到从灶坑传来“咕

哒、咕哒”拉风箱的声音，一股浓浓的南

瓜香，夹杂着豆香、米香，溢满灶坑，溢满

东屋西屋，直抵肺腑。我的肚子被诱惑

得随着飘溢的香味咕咕叫。我和弟弟都

一改往日赖床的毛病，在母亲呼唤的第

一声中麻利地坐起来，穿戴洗漱后，主动

摆好碗筷，坐到饭桌前等着喝腊八粥。

母亲把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分盛在我

们的碗里，桌子中间摆着一碟焯过水的

胡萝卜、芹菜和花生米拌好的小菜，我和

弟弟着急麻慌地端起碗，在母亲温暖的

目光中滋溜滋溜地喝着香喷喷、热乎乎

的腊八粥。刚出锅的腊八粥有些烫，但

甜香糯软。一碗下肚，再来第二碗时，开

始就着小菜一口一口慢慢地咀嚼。

“腊七腊八，冻死寒鸭”的谚语告诉

我们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到了。屋外冰天

雪地，哈气成霜，屋内窗玻璃上结满冰

花，此时，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下肚，

暖胃也暖心。

今天，我也学着母亲的做法煮了一

锅腊八粥，丰富的食材却没有母亲做的

腊八粥香浓。但我还是细细地咀嚼着，

慢慢地品味着，像咀嚼一场豪华的盛

宴，像品味母亲亲切地呼唤，深深的思

念和甜香的腊八粥一起冲击着我的五

脏六腑，有切腹般的疼痛，更有绵长的

暖意。

此刻，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和小姐

妹们一边拍手一边跳着唱腊八节俗语：

“腊八，祭灶，新年快到，闺女要花，小子要

炮，老妈子吃着桂花糕，老头子戴着新毡

帽”的情景，这时如果被母亲看到，她总

是对我们说，快了快了，过了腊八就是年

了。我们怎么不盼啊？新年临近了，母

亲就会去集市给我们买布做新衣服，顺

便给我买两条花花绿绿的头绳，给弟弟

买两挂小鞭。这是我们喝着腊八粥时最

温暖的期盼。

在滋溜滋溜冒着腾腾热气的腊八粥

中，新年迈着轻快的脚步走来了，又一个

温暖的春天也在新年的钟声中不远了。

冬至前夕，在全国第二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随农村党员学

习团来到了新县田铺乡许家洼村，这里地

处大别山深处，是许世友将军的出生地，

也是将军的安息之地。

到了许家洼，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中

间有一条潺潺小溪的小山村。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那座高大威武的大门楼，“许世

友将军故里”几个大字熠熠夺目、一大两

小的红五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左右两边

点缀着两个展翅欲飞的和平鸽。

入门后先谒拜了“忠孝亭”、路过了鸟

语花香、蜂飞蝶舞的小花园。花园里的桂

花、月季花、蔷薇花、木槿花、菊花、蝴蝶

兰、山菊花等花，芬芳吐蕊、竞相开放；冬

青、垂柳、侧柏、松树、梧桐等迎风飘逸、妖

娆多姿；凉亭、石像、纪念碑、标识牌，造型

别致、风格各异，耸立于青草鲜花之中 。

我们翻岭越丘、跳沟越崖、爬坡跨坎、

步阶登梯、辗转于松柏丛林中，游离于青

山绿水间，曲径通幽，终于来到了许世友

将军的安息之地。

许世友将军墓坐落在万紫山下的来

龙岭上，在坐北朝南、苍松翠柏、绿树掩映

的半山坡上，有一块弯弯的U形平台，一

座浑圆丘形石墓前，矗立着一块“许世友

同志之墓”的汉白玉墓碑，墓碑上方镶刻

着一枚熠熠发光的红五角星，背面为纵行

书写的行楷小字，镌刻着许世友将军戎马

一生的赫赫战功。

距将军墓西南约30米处的地方，就是

将军父母的合葬之墓，墓周围有5棵百年

古松，因树冠同向中心倾斜，似五凤朝阳，

故称五凤松。

许世友将军墓前，放满了一层层、一

摞摞、不计其数的酒瓶，展示着无数个慕

名游人对将军的崇拜和敬仰，美酒一杯，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将军的追思和怀念。

我们伫立在将军墓前，鞠躬、默哀，深

情地哀悼这位许大将军。

将军墓旁一块红色的牌子上写着：许

世友将军墓地：是将军安息之地。将军生

前曾上书中央，请求死后回家土葬，以实

现其“生前尽忠、死后尽孝”的夙愿。经党

中央批准，将军久别故乡后，魂归大别山。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许世友

将军故居，它坐落在许家湾村后排，坐北

朝南，一座僻静的农家小院，有土木结构

房屋5间，每间面积约20平方米，房屋依

山而建，地面呈梯次升高，门额上悬挂着

“许世友将军故居”的匾额。进门第一间

为正屋，屋内摆满了各种各样、各级领导

和各单位、各位亲朋好友敬献的近百个花

篮和花圈。

东西墙上悬挂着许世友将军在不同

时期的照片，几百张栩栩如生、英勇威武

的照片，真实地记载了将军的革命生涯和

战斗、工作、生活的经历；记录了将军戎马

一生、战功卓著、赤胆忠心的真实故事，揭

示了将军英勇善战、九死一生、富有传奇

色彩的辉煌历程、感受了将军忠心报国、

孝敬母亲、立党为公、艰苦朴素的家国情

怀。

走出将军故居，我们高举鲜红的党

旗、展开“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见行

动”的巨型横幅，高呼“向将军学习、向将

军致敬”的响亮口号，在将军故居前面小

广场合影留念。

我们还参观了许世友将军当年练武

时曾使用过的砺剑池、磨刀石和石锁。最

后我们来到了将军纪念广场，广场为阶梯

式五个平台，身穿戎装、威风凛凛的将军

雕像位于最下面一个广场正中间，整体形

状为将军背靠大山，目视前方，其寓意为

“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回归到大别

山”。

许世友将军永垂不朽。

昔日的乡村，庄稼人生火做饭都用

土灶。这简陋的土灶是岁月里抹不掉的

记忆，也是娘的影子。

我家的土灶在院子的东墙边，清晨

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娘已在庄稼

地里耕作了。忙过一阵子农活儿，太阳

升到了东山头，娘收拾农具开始回家做

早饭。一回到家，娘就走进厨房，娘的影

子便在东墙边的土灶旁晃动起来。

我家的土灶很简易，用泥砖砌成，灶

台表面用水泥提浆抹匀，光亮平滑。土灶

上坐一口铁锅，一旁是一个储水的水缸，

舀子放在水缸上面。土灶对侧堆放着生

火的柴火，豆秸、棉柴、树叶、枯草等，随季

节变化轮番塞进厨房。娘从庄稼地里回

来，在水盆里洗干净手，顾不得歇上一会

儿，灶膛内就生起了火。娘先用铁锅烧两

壶开水，然后开始做早饭。在老家上学的

时候，我家的早饭特简单，几个饼子和稀

饭，还有一小碟菜。上完早课我一放学回

到家，娘就不知疲劳地从厨房把早饭端上

来。我家的土灶简易，早饭也俭朴，娘的

影子却很温暖。

灶膛里又升腾出火苗来，我家烟囱

升起快乐的炊烟，缕缕炊烟呼应着升上

了天际。每当站在高处，看到从我家灶

膛里跑出来的炊烟悠悠出现在眼前，我

心中感到无限快乐。日头当午，空气里

弥散着淡淡的焦煳味，娘又用土灶做午

饭了。岁月里的日子简朴，家里没有好

饭菜，自家地里青菜油油地散发绿意，娘

摘来冲洗干净，就是一顿简单的农家

饭。我吃着娘在简陋土灶上烹煮的饭，

一天天快乐地生活和成长，颇感温馨和

惬意。那天我嘴馋，娘好像早就知道我

的心思，就用节省下来的钱，变着法给我

做可口的饭。迎着暖阳从村口跑回家，

我看见娘正在土灶旁做午饭，灶膛里的

柴火“噼噼啪啪”地响，铁锅里冒出香喷

喷的味道来，我瞥了一眼就开心地笑起

来，娘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呢。豆豉火

焙鱼不是用活蹦乱跳的大鱼去做，而是

娘赶早去集市买回一些小鱼仔，一条条

去除内脏，加盐腌制一会儿后，再入锅去

做。这些小鱼仔花钱不多，娘却能做出

美味来，我觉得娘用小鱼仔做的豆豉火

焙鱼比大鱼还好吃。娘一边往灶膛里添

柴，一边将腌好的小鱼仔放进油锅，均匀

摊开，慢慢焙煎，焙好一面再焙另一面，

条条完整，不粘不烂，黄灿灿的真是诱

人。接下来，娘把煎好的火焙鱼再用木

屑进行熏焙，熏焙好后，娘利落地在油锅

里爆香葱姜蒜，加点儿红辣椒和两勺豆

豉酱，将火焙鱼翻炒入味，淋一点儿酱

油，香喷喷的豆豉火焙鱼就出锅了。娘

一筷子一筷子给我夹菜，我吃得小肚子

圆鼓鼓的，好解馋啊。我瞅一眼娘，再看

一眼我家的土灶，好甜蜜哦！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娘在庄稼地里劳

作，灶台还是娘的舞台。娘在土灶上生火

烧水和煮粥，还在土灶上蒸年糕和枣花馍，

艰苦的生活中总有娘通过艰辛劳作带给我

的幸福和快乐。枣花馍软软香香，年糕黏

黏甜甜，农家生活的园子里，也总会开出美

丽的花朵来，我童年的岁月简朴又温暖。

想起家乡的土灶，就想起了娘，娘的

影子总生动在岁月里。这简陋的土灶是

乡土里的文字，是通俗的乡音，更是故土

的一缕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温暖地

挂在两腮。

将年逾八旬的婆婆接到我家居住

已四年有余，婆婆身体硬朗，入住后就

成了我家的“后勤部长”，解除了我们

“上班族”的后顾之忧。

周休日是我们大家庭的聚会日，

全家十多口人围桌就餐，婆婆笑得合

不拢嘴。饭后我包揽了洗碗等打扫卫

生的活儿，我将菜梗、饮料瓶、饭桌上

的骨头、鱼刺等一股脑儿装进塑料袋

中。婆婆看见后问我：“咦！你这垃圾

没分类啊？”“垃圾分类？装在一起挺

方便的！”我随口答道。“你们平时上班

忙，没空参加社区组织的垃圾分类讲

座。这垃圾分类啊，能够进行垃圾资

源利用，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

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来，大

家都来学一学！”婆婆边说边解开我手

中的塑料袋，当场演示起来：“你们看

啊，这些菜叶、菜梗的属于湿垃圾，这

个可口可乐瓶属于可回收垃圾……”

全家人对婆婆的“垃圾分类”讲解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一次家庭聚会演变成

“垃圾分类”讲堂。

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家，看到茶

几上放着几个五颜六色的空罐子。正

疑惑间，婆婆兴奋地对我说：“我将老家

的空罐子、空漆桶找出来，洗净晒干，去

礼品店买来包装纸膜粘贴，用来做垃圾

桶。这红色的牛奶罐装有害垃圾、绿色

的漆桶装厨余垃圾、蓝色的月饼盒装可

回收垃圾。”“哇！妈，您真行！这么好

看的包装我倒是舍不得放垃圾呢！”我

打趣道。“没关系的，以后再有瓶瓶罐罐

的可别扔了，我来处理，不但能做垃圾

桶，还能放在你书房当笔筒用呢！”

与婆婆居住一段时间后，我们都

能自觉地按婆婆的要求分类投放垃

圾，就连4岁的重孙点点都参与其中

了！为防止点点错放垃圾，婆婆在红

色垃圾桶上画上药片和电池、在绿色

垃圾桶上画上青菜和番茄、在蓝色垃

圾桶上画上牛奶盒和可乐瓶。引得点

点将垃圾桶当成了玩具，只要点点在

家，家中垃圾的投放就成了点点的“专

属活儿”！“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这

是婆婆的口头禅。

我喜欢养花草，婆婆便将菜梗、黄

菜叶、骨骼内脏、鱼鳞、茶叶渣、果皮、淘

米水等倒入塑料盒中，盖上盖子，放在

阳台沤上几个月后，就成了上好的有机

肥。现在我家已备有六盒有机肥，花草

们春夏秋冬的“营养”随时供给，也省去

了我购买肥料的开支。

婆婆的“垃圾分类经”给我们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变化：家中乱摆乱放的现

象不存在了，环境变得整洁了；废纸盒、

纯净水瓶等当作废品卖，增加了一笔意

外的家庭收入；我家的绿植长得越发葱

茏，花儿也开得更艳了……邻居到我家

串门，得知婆婆的“垃圾分类经”，纷纷

向她请教。不久，婆婆竟然成了小区的

“垃圾分类宣传员”！

人一生的记忆中，总有抹不去的回

忆，我也一样有。在我念初中时，每天

上下学我都要经过一家水果摊。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放学回家

了，我特别想吃甘蔗。于是经过那个水

果摊时我挑选了一根让水果摊的老板

娘给称一下。称完一算，我才发觉自己

身上的零钱不够。这时候一阵寒风吹

来，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我怯怯地

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问老板能不能

只买半根甘蔗。

“啊！你钱不够，那怎么不早一点

儿说，我都称好了。”老板生怕别人听不

见似的用不耐烦的语气大声说道。这

时候的我，心情如打翻的五味瓶，无法

用言语来表达。“对不起，老板！对不

起，都是我的错！”除了不停地道歉我真

不知该怎么做？或许是老板娘看出了

我对甘蔗的饥渴，又或者是她看我态度

诚恳，抑或是她同情我是个囊中羞涩的

学生，老板总算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谢谢！谢谢老板！”我把身上的零

钱全部给了老板，拿起那半根甘蔗移步

准备回家。

这时候，一个温暖的声音在我耳旁

响起“老板娘，那半根甘蔗多少钱，我买

了”。我抬头看了看那个人，30多岁的

样子，他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他不高

不矮，不胖也不瘦。只见他把我买不起

的那半根甘蔗买了下来，出乎我意料的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轻描淡写地把他

买的甘蔗全都塞给了我，说：“小朋友，

家里还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吧！你买那

么一点儿甘蔗一定不够分，这半根甘蔗

你也拿回家去吧！”那一刻，我傻了！竟

傻得说不出话来。等我回过神来，那个

人已骑车走远。

我努力追赶着那个人并大声呼

喊：“叔叔，别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日后我得还你甘蔗钱啊！”可那个人满

不在乎地丢下一句“不用了，好好读

书！”然后风也似的飘远了。只听见远

处传来“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

歌声，动人心弦。瞬间，暖流充满全

身……我咬了一口手中的甘蔗，嗯，真

甜，这是我吃过的最甜的甘蔗，我兴奋

得流出了眼泪。

转眼，这件事已过去了几十年，但

是陌生人带给我的那半根甘蔗的温暖

却是历久弥新、永世难忘。

原来，帮助他人，就像是香水，不但

能使自己芬芳，还能令别人快乐。你若

能令人笑一笑，纵然是陌生人，做一做

看似不起眼却能温暖他人的事情，又有

何妨。

入冬了

天气转凉

带着些许牵挂

来到贫困户家中

扫地贴画

收拾杂物

整理家具

打扫院落

……

到井旁

洗把手

背后一个声音传来

手巾在绳上

要用吗？

略有迟疑

赶紧转身

像用自己的手巾一样

擦手再擦手

中午了

一起吃饺子吧？

好！

爽快应下

落座

几番争让

终于让贫困户

坐了上座

想着是几个饺子的事

哪知是一大碗

有意放慢吃的速度

等所有人吃完

我把汤也喝干净

你家是农村的？

是

唠嗑儿的氛围越来越浓

……

临行时

送了很远

辣菜籽榨的油，香！

你拿上

晒的栖饼，好吃！

你带上

见的干菜

你装上

感动在心间流淌

……

什么是群众工作

也许，不经意间

一个真诚的动作

一句暖心的话

一杯热水

一碗饺子

也能打开心结

化开疙瘩！

□缪金培

半根甘蔗

婆婆的“垃圾分类经” 生活散记

家乡的土灶 乡村印象

□董国宾

□王阿丽

漫步将军故里

□陈占超

一碗饺子

□刘正洪

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新年的气氛在空

气中愈酿愈醇，我的心房早已填满了温

暖。新年，多么温暖的字眼，照亮了寒冬，

在冬日的阳光下沐浴着快乐，在新年的钟

声里感受着幸福。新年，贴着红红的对

联，挂着红红的灯笼，点燃着火红的鞭炮，

吉祥如意，一切都是温暖的。

新年，有一种温暖。新年新起点，是

春天的开始，有着刺破寒冬的喜悦，万物

开始复苏，万象更新。新年的新，孕育着

希望和憧憬，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让每

个人心中充满着爱。新年，是温暖的，新

的一年里，每个人的心底都充满着阳光，

一切都是暖暖的，我们在新年里沐浴快

乐，描绘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年可以点

燃人们的激情，在新年的阳光里，我们倾

听春天的音符，处处生机勃勃，那是温暖

的交响曲，奏响起春之声。

新年，热热闹闹，互致问候，一句“新

年快乐！”就像一股暖流，融入心底，真诚

的问候，真切的友谊，总能够温暖我们的

心房，让我们倍感温暖和感动。新年是温

暖的，每个人的心里都粘满喜悦和吉利，

美好的愿望在爆竹声中绽放。新年，新旧

交替，一切都会重新开始，新年，过的就是

这份温暖，过的就是这种兴奋劲儿，这种

欢乐气氛和愉悦感，让幸福顷刻写在脸

上。新年这是个温暖的字眼，会带给我们

一年的好运。

新年，总会有一种温暖。回家是最温

暖的词，互诉相思之情，共话新年愿景，回

家团圆就是温暖，所以无论多么疲惫，都

要奔跑着与家人团聚，有家人，才有了温

暖，新年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新的一年

放飞梦想，开启新的启程，承载新的希望，

等待着我们去书写，等待着我们去实现。

每个新年都有一种温暖，新的时光里

有你同行，把日子过慢过简，将一颗心沉

淀下来，在淡泊中进取，在恬淡中追求，听

禅语心经，听晨鼓暮钟，拾花酿诗，煮茶观

雪，这种心境便是安好，让我们每一天都

会活出生命的意义。

新年，做一个有温暖的人，一个喜欢

别人的人，跟他们说，我爱你们。每个新

年都有一种温暖，只要我们的心灵充满温

暖，就一定能让所有的梦想尽情地绽放。

随笔

□周广玲


